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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空间”提升科学素养——

小学生自主设计智能环卫机器人
本报讯“戒守旧，芯创造”

六一嘉年华解放路小少年科学
院专题讲座，近日由该校两位科
技小达人主讲，四（9）班的孙睿
同学和四（7）班的李昌洲，两位
小达人向大家分享了各自在生
活中萌生创意，分别设计出别致
新颖的科技小发明，目前均已申
报国家专利。

其中孙睿同学设计了一款
智能环卫机器人，获“首届未来
公园—用科技连接世界儿童”青
少年科技创新微视频创新奖，去
年底代表江苏省少科院赴北京
领奖，并与中科院院士面对面交
流。据介绍，这款机器人能在公
园内四处巡逻，通过超声波对人
体特征进行识别，当游人手上拿
着垃圾，被机器人识别到与人体
特征不符时，会走上去自动打开
垃圾盖，等游人将垃圾放入机器
人携带的垃圾箱后，它还会进行
垃圾分类，当垃圾达到一定量的
时候，就会按照事先设计的程序
倾倒垃圾。

据悉，常州市解放路小学注
重对学生科学素养的浸润与培
养，开发了《让大脑开始奇妙的
旅行》校本课程及读本，打造了
元素博物馆、头奥俱乐部等科技
场馆。孙睿同学的老师同学介
绍，孙睿把元素博物馆、头奥俱
乐部当成第二教室，一有空就会
钻进这些场馆，在元素博物馆
里，通过一个个陌生又熟悉的元
素不断认识生活的这个奇妙世
界；在头奥俱乐部里，用身边的
物品，如 A4 纸、吸管、乒乓球等
拼搭创造⋯⋯他对科技小发明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萌发设计智能环卫机器人
的念头，始于一次长假出游，孙

睿看到公园里有很多垃圾，回到
家便找资料、画草图、买材料进
行尝试，经过反复修改、实验，孙
睿 版 智 能 环 卫 机 器 人 得 以 诞
生。而在北京，孙睿有机会与全
国各地酷爱科技发明的大朋友、
小朋友交流，对智能环卫机器人
的发明有了进一步的思考：用视
频识别替代超声波识别，提高识
别的精准度，并对机器人进行
软、硬件升级，让机器人更智能、
更环保。

同在四年级的李昌洲也有
着同样的爱好。看到妈妈在家
用饼干模做饼干，他突发奇想，
是否可以像乐高积木一样，实现
自由拼插呢？在爸爸的帮助下，
他设计了一些基本拼插单元，可
自由组合为火车、小人、五角星
等模型，既可做饼干模，也可做
煎蛋模具。这个小设计也在申
请国家专利中。

（吴燕 王芳 图文报道）

解小“智造空间”长什么样

把学校办成儿童喜欢的实验
小学，解放路小学依据这一愿景，
全力打造“解放课程”“慧学课堂”

“铸就优师”“筑梦童年”。同时师
生共同着力“智造空间”，“智造空
间”为“三园”“六横”和“三纵”格局，

“六横”即六个年级的走廊空间，或
开展年级特色活动，或建设年级特
色课程，“三纵”是三条射线，一纵
是一条运动创意射线，始于操场，
联结操场、游泳馆、篮球馆；二纵
是 从 C 楼 梯 开 始 至“ 元 素 博 物
馆”，展现了认识世界，从元素开
始；三纵位于 D 楼梯，呈现特色校
本课程头奥的历史，这条射线从
楼道延伸至八楼头奥俱乐部。“六
横”“三纵”格局的打造，学生置身
于开放、多维、生态的校园中阳光
成长，整个校园成了学生成长的
实践园、科学的生活园、智慧的体
验园。

链接

本报讯 作为钟楼区体
育课程改革试点学校，钟楼
实小积极探索、实践体育课
程改革新样态，5 月 31 日，钟
楼实验小学“全员运动 幸福
成长 做最好的自己”首届全
员运动会举行。

现场，该校 82 个班级的
学生进行了腰鼓、素质操、乒
乓操、足球操、阳光大课间、
社团风采等展示，还展开 60
米直道跑、呼啦圈大传递、袋
鼠跳、解救战俘、同舟共济等
12 个项目的比赛。最后师

生共同演绎了一场视听盛宴
——“感恩的心”！家长鬼步
舞队，社区舞龙队、腰鼓队、
柔力球队近 300 人也参与了
活动。

据透露，此前三个多月
的时间里，全员运动会先后
进行了 6 次项目展演和整体
排练。4000多位师生、4000
多组家庭、近百位社区文艺
骨干，共同参与、全力以赴。
每周两次校内训练，每天自
主集合训练。

（张超 庄永斌 图文报道）

钟实小82个班级

运动会全员展风采

5 月 31 日，浦前中心小
学的校园热闹欢腾，“传古
韵经典，扬诗词文化”活动
带着孩子完成一场诗歌之
约。

一首《惠崇春江晚景》点
染人间繁花似锦；一曲《山居
秋暝》带学生徜徉青山碧水
间；在《明日歌》激情昂扬的
音乐中，孩子们点燃内心的
斗志；武术操和《少年中国
说》相结合，孩子们在一招一
式里养浩然正气。

一年来，浦小立足省级
课题《中华经典立体化阅读
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各

年级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
动，引领学生亲近母语，感受
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在校合唱队的歌声中，
一年级全体学生举行了庄严
而神圣的入队仪式，歌声为
他们开启新的征程。
郑露华 毛翠娥 文 巢果 摄

共赴一场诗词盛会

喜庆六一，朝阳新村第二小学举办
了师生亲子趣味运动会，袋鼠跳、背小
猪、顶气球⋯⋯孩子们你争我抢，绽放
着最灿烂的笑容；老师和家长们踊跃参
与，蹦蹦跳跳中仿佛回到了快乐的童年
时光⋯⋯游戏结束了，全校师生齐唱《你
笑起来真好看》，动人的旋律伴随着张张
快乐的笑脸在校园上空回荡⋯⋯现场还
表彰了最美辅导员、最美家长和最美少先
队员。

王笑君 季菲 图文报道

朝阳二小：

“你笑起来真好看”

5月31日下午，白云小学
将校园足球节与六一节整合
在一起开展了“小足球，大世
界——白云娃童眼看世界”六
一主题庆典活动，每个班级通
过展示不同地域的足球文化
来了解异国风情，从而体现各
个国家的足球队特色。

18 个班级设立了 18 个
足球国家队场馆，全体师生
带着游览行程单进行集章体
验活动，完成场馆活动任务
就能集到印有各国家队队徽
的贴纸。

据了解，校方将通过历
时一个月的体育嘉年华系列

活动来绘足球梦、摄足球乐，
抒足球心、竞足球技，联足球
谊、展足球风。通过提升办
学特色，努力打造属于每一
位学生的校园体育文化体
系。 刘莉丽 图文报道

白云娃童眼看世界

本 报 讯 高 贵 典 雅 的 王
子、美丽优雅的公主、活泼可
爱的小白兔从红毯上款款走
来，5 月 31 日，觅渡教育集团
创造性教育戏剧节在觅渡、广
化、冠英三校区拉开帷幕。这
是一场学科统整、多元素结合
的创意之旅，每个孩子都参与
其中，将班级日常研究成果通
过“创造性教育戏剧周”的平
台得到展示。

活 动 分 游 戏 律 动 秀 、展
演剧场秀、实践与体验、微缩
舞台与立体剧场几个板块。
一年级的小豆丁穿着精心准
备 的“ 服 装 ”，玩 起 了 梦 想

“盒”力秀、机器人战队、萝卜
蹲等戏剧游戏；二、三年级大
胆表演起《三顾茅庐》《荆轲
刺 秦》等 自 编 自 导 的 剧 目 ；
四、五年级的同学们变身全
能戏剧高手，利用超轻粘土、
瓦楞纸、小木偶、小泥塑、皮
影等制作了一个个惟妙惟肖

的表演剧目微型场，并将其
投影到电视上，进行配音和
表演。

校方介绍，4 月开始，校
园内就处处洋溢着戏剧元素，
孩子们在美术课上精心创作
戏剧道具，在音乐课上用心赏
析戏剧音乐，在体育课上开心
玩起戏剧游戏，在戏剧课上自
由排练戏剧剧本。创造性教
育戏剧周让孩子不仅感受到
戏剧的快乐，还让他们在多元
智能的实践体验中，培养提升
表现力、想象力、表达力、合作
力、审美力、探索力。

（邵吉 毛翠娥 图文报道）

觅渡教育集团

创造性教育戏剧周嗨翻天


